
聽眾：本卦六五。

羅公：「貞疾」，一路有病，但是死不了。「」

聽眾：恆不死。

羅公：你做得好都是有病，做得好都會有病，「貞」就是一路會有病了，但是死不

了。怎樣？

聽眾：但不會死。這是本卦，剛才的是變卦。

羅公：是呀，是呀。本卦最緊要。即是你現在做的這份東西，你做下去都是癱瘓的狀

態了，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好處了，但是死不了，發達就不會了。但是死不了

的。這樣講。所以最好就不要占卦。因為何解？因為占了也不一定是好的，占

到不好這就有麻煩。

聽眾：謝謝！

聽眾：有了，謝謝！

聽眾：兩張了，這裡多了兩張。

羅公：我們看，看我現在派給你們的，「六離合釋」就是，這裡是講「六離合釋」

的，第二，第一行起就是講「六離合釋」的。

凡以二名以上合而為一個名者，此以六種法式來釋之，來解釋它。它是合二名為

一，「蓋」即是因為，因為合兩個名為一，則原來之二名之間，可以有多種關係。故

用此法來判別它的關係，其法有六，就名叫做「六合釋」，又名叫做「六離合釋」，

「二名」即兩個名稱各有自己的意義。這樣，各有自己的意義就名之為「理」，就叫

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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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合兩個義為一個名，我們叫做「合」，所以「離合」兩個字是這樣解的。「六

離合釋」，一就是「持業釋」，那天已經解過了。「持業釋」，如果你查梵文詞典就

查這個，Karmadh rayaāraya 這個字，「持業釋」一體持一用，「用」即是「業用」，故

名「持業」。義雖有二，兩個名稱，意義雖然不同，而「體」則一的，就用這個識。

如云，就叫做「藏識」，這個「識」有含，「藏」即含藏，這個識有含藏的「用」，

所以叫做「藏識」、含藏識，即「阿賴耶識」。

「藏」即是識，「識」字持有這個「藏」之「用」，所以叫做「持業釋」。識不

識解？二、叫做「依主釋」，Tatpuruṣāraya，「依主釋」，這個是梵文的，又名叫做

「依士釋」。你們讀梵文，梵文普通就有三種體裁，一種叫做古梵文式，叫做「悉曇

文式」，現在密宗的咒多數是這種的。第二種叫做「天城體」，現在普通的梵文的字

就叫做「天城體」。第三種就叫做什麼？拉丁化，羅馬字化，全部用羅馬字，將那些

音，將那些梵文的字母全部變成羅馬字這樣來組成。

為便利起見，現在西方的人通通都是用羅馬字了，沒有人寫「天城體」了，更加

不寫那些「古體」了。梵文就是這樣。是嗎？「依主釋」Tatpuruṣāraya，又名「依士

釋」，二法即兩件東西非一，不是！二法非一，一個是所依的主，一為能依的，即從

屬的法，從所依的主而立能依的名，如云「眼識」即是眼的「識」，那個「識」是屬

於眼的，而為眼之識，眼為所依之主，識為能依之法也，叫做「依主釋」。看這些文

言看得明白嗎？袁美琴看不看得通？

聽眾：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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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嗄？

聽眾：少少啦。

第三叫做「有財釋」Bahuvr hiīhi ，此全取它名而為自名的，如有財者之有財物義

也。如云什麼？「覺者」，佛陀 buddha，覺者，「覺者」意即有「覺」的那個

「者」。第四叫做「相違釋」，這個是什麼？叫做 Dvandva，Dvandva，這個 Dv

讀得輕一些，Dvandva，叫「相違釋」，兩件東西，二法即是兩件東西非一體，地

位均等而集合為一個名的，如云「止觀」，止是止，觀是觀，我們「止觀」兩種。我

們中國叫做什麼？應該是「止」及「觀」，西人應該加個 and字在中間的，是嗎？

止觀各有別體，今合為一名。

第五種叫做「鄰近釋」，叫做什麼？Avyay bh vaīhi āraya ，從鄰近的強法而立名。如云

「念住」，意即「近念而住」，念住之「體」雖為慧，而與相應而起之念心所的力

強，此「慧」近念而住，故為念住也。這個最解得不清楚的，那些書。大抵「鄰近

釋」即是如果譯做現代文，等於英文的加一個 near， near什麼那樣。六、帶數釋

（Dvigu），有數目字的，帶有數量的名稱的，如云「五蘊」是也。

然二法合二為名必非局於一釋，亦可通有多釋的，舉例，如「論語」這個名，若

解為「議論的言語」，就是「持業釋」了，有議論的言語；如果解為「議論之語」，

就是「依主釋」了，議論的言語了。如果解為「有議論的言語」，則叫做「有財釋」

了。若解為「議論及言語」，則為「相違釋」了。如果不通，為不通「帶數釋」，

「論語」兩個字是沒有數目的，又不是「鄰近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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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那天已經解了「六離合釋」了，是嗎？今日要解「八囀聲」，「八囀聲」

梵文叫做「蘇漫多聲」，Subanta，梵文「八囀聲」叫做 Subanta，梵文叫做「蘇漫

多」，華言叫做「八囀聲」，「囀」者指語尾的變化，一個字，在字的尾那裡加一些

suffix、suffix在那裡就起變化，乃梵語名詞的八種格。「八囀聲」是名詞才有的，

那八種格，格即是 case，梵文的名詞有八個 case，「八囀聲」之名，這一句不要理

它，不要理它。

上文我講過，現在再講：    (一) 「體聲」（nirde eśe ）這是主格，叫做什麼？

subjective  case  或者 nominative  case 主格 ； (二 )叫做「業聲」，賓 格，

（upade aneśe ）， direct object，用來做 object的，語尾要加一些東西在那裏，你

先看一看這裡，主格例如什麼？例如有一個字，第二頁，1、2、3、4、5、6，第七

行，如果是主格，如果做 subject的，那個 Puru asṣ 的字，Puru asṣ 即是「大丈夫」

那樣解，「人」那樣解，如果做 subject用就叫做 Puru asṣ ，就是「體聲」了，如果

是做 object的，就「業聲」了，你看，看回上面，「業聲」即是賓格，賓格即是

direct object，做賓格的時候就不是讀 Puru asṣ 的，是讀 Puru amṣ ，即是語尾那裡

變一變的，我們看見 Puru asṣ 的時候，就知道這個字在句子裡面它是 subject來的，

如果它是 Puru amṣ 這個字，這是 object了，direct object了。

聽眾：即 Yog c ra āraya āraya ，Yog c raāraya āraya ḥ那樣。

羅公：是呀！所以梵文是亂調都得的，英文就不是，是嗎？有一定的位置，梵文不是

的，看它到底是 subject 還是 object要看它的語尾，即是加一個 am在那裡。

是嗎？看回第一頁：(三)具聲（kar kara eṛkaraṇe ṇe ），又稱作具格，表示能作者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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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工具，即是透過它而做的，即是與英文加一個 by字，by什麼，要加一個

preposition的，這樣叫做 Puru enaṣ ，Puru enaṣ ，那個 Puru asṣ 的字如果它

是做一個，如果它是做一個 direct object，direct object，不是！做一個

indirect object，做一個 indirect object之中，前面應該有一個 by字，by什

麼的，就叫做 Puru enaṣ 了。

加了“ ena”ṣ 在那裡，一個囀一囀，一看到有一個“ ena”ṣ ，就知道這個是

indirect  object，當 工 具用的，聽不聽得明白羅志強？第四，「所為格」

（s mprad nikeāraya āraya ），又作「所為聲」。如果是英文就加一個 for字，for什麼?為他

而這樣的，英文就要加一個 preposition，加一個 for什麼，梵文就沒有 preposition

的，就看看那個語尾，那個字的尾的變化，你看「為聲」是怎樣？Puru asṣ 這個字變

成 Puru yaṣāraya ，你一看 Puru asṣ 有個“ ya”ṣāraya 在後面，就知道它如果譯做英文就前面

加一個 for字了。聽不聽得明白？叫做什麼？「所予格」。for就是給予它的，「所

為聲」，給予它的，for…什麼。

(五) 「所從聲」（ap d neāraya āraya ），即是英文加一個 from，從它而來的，表示物的

從來，如果那個字，那個 Puru asṣ 的字，如果它是 from…的，沒有 from…那個字的

preposition的，它就要怎樣？加一個 Puru tṣāraya ，一看到“ t”ṣāraya ，你譯做英文時，前

面就加一個 from了。第六種，所屬聲（sv mivacaneāraya ）。即是屬於的，即是所屬

的，即是 of 什麼，前 面有 of，梵文就沒有 of 的，它就怎樣？屬聲的前

面，Puru asya ṣ 這個字，Puru asyaṣ ，  Puru asyaṣ 這個字，一看它就等於有個 of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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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種，「所依聲」（sa nidh n rtheṁnidhānārthe āraya āraya ），又叫做「所於聲」，即是「依」格

或「於」格，就表示事物於它什麼，即是英文前面加一個 to字，如果梵文就沒有 to

字的，沒有 preposition的，就叫做什麼？叫做 Puru eṣ ，這個“ e”ṣ 字一看就知道

它是等於英文的 to什麼了。第八種就沒有了，第八種叫做「呼聲」，即「呼格」

（ mantra eāraya ṇe ），「呼格」是怎樣？加一個 he字在那裏，he Puru asṣ 。只是用來做

什麼？好像 interjection那樣，he Puru asṣ ，Puru asṣ 即是丈夫，嘿！丈夫!那樣。

這是用來做那些驚嘆詞用的。明不明白嗎？這樣就是叫做「八囀聲」了，就是這

麼簡單，如果你學過英文的初級文法的就很容易識了。舊時的那些八股佬他搞來搞去

都搞不定，「八囀聲」呀，那些大法師最怕就講「八囀聲」，「六離合釋」他都沒有

那麼怕，但是現在只要他讀過 form 1，讀完的孩子你講給他聽，他就明白了，聽得

明白嗎？聽得明白嗎？胡蘭芬聽得明白嗎？「八囀聲」呀，那些 case 而已。

這個講完之後你看看，以上「八囀聲」，你不要以為「八囀聲」那麼簡單，有些

一言，每一個名詞，一言即是  singular number，第二種是雙數，雙數叫做什麼？

double number；第三種叫做 plural number，梵文的數目是三個數的，三種差

別，這樣「八囀聲」就 8 乘以 3就有 24個寫法了,是嗎？所以梵文就最複雜就是這

樣。此 24 聲又各分為男聲與女聲，男性、女性，每一個名詞都有男性、女性、中

性，英文就很簡單的，梵文就不是，每種都有三種聲。這樣又再用三乘以 24，梵文

就每個字有 72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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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現在我們中國人有些人以為讀英文是最麻煩，這麼多又聲叫 singular

number，又 plural number，又 gender,真論盡（麻煩），怎樣搞？我聽見那些老

先生是這樣說的，但是你還想讀英文?這麼簡單你都說麻煩，讀德文、法文就更加麻

煩了？再讀梵文就更加不得了！一個字有 72個變化，是嗎？所以別人說讀梵文要八

年功夫才搞得掂，太複雜了。梵文到底是一種什麼文字你知道嗎？你知道嗎？梵文不

是真正的人的文字，梵文字是一種人工文字而已，普通我們英文有個民族是講這種說

話，法文就是法蘭西族講法文的，德文就是日耳曼族講德文的，梵文沒有的，是那班

婆羅門，那班梵志作出來的文字來的，人工文字。

現在世界上有兩種人工文字，一種就是古的人工文字叫做梵文，一般人叫它做死

的文字，即是沒有活著的人講的，是作來給那些學者用來講的，給什麼人講？那種文

字是那些婆羅門祈禱的時候用的，沒有活著的人用的。即時天主教祈禱的時候要用拉

丁文的，實際上除了意大利有部分人用之外，都沒有人講拉丁文了。但是他神父祈禱

就要用拉丁文的，真正讀聖經就要用拉丁文的，大乘佛教與婆羅門教就是這樣，要用

梵文的，那些梵文就很難搞的，就是這樣。

現在世界上現存有兩種人工文字，一種就是梵文；都是死文字來的，第二種叫做

世界語，讀過沒有？有沒有人讀過世界語？挪威、丹麥，歐洲有一班語言學家，他們

怎樣？他們認為世界這麼多戰爭這麼多民族的歧視怎樣解？就是因為語言不同很有關

係，所以為了求世界和平最好就是有一種全世界公用的統一語言，就可以減少一些打

仗了，那班語言學家於是就作了一種語言叫做世界語，沒有一種活著的人真的講這種

話的，是作出來的，用什麼作出來？主要用法文來做基本，加一些德文，加一些英

文，其實英文就全部在歐洲文那裡抄出來的，所以歐洲人是看不起英文就是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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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這些雜種文，那樣說。尤其是法國人，法國人、德國人都是看不起英文的，德國

人說我們日耳曼族的文字都不知幾好，那些人抄我們日耳曼族的，抄一些，又不是全

部抄，又在法國抄一些，各處抄一些，正式是雜種文字，德國人這樣說。

法國人又是，他識講英文他都不對你講，說這是粗鄙的文字，法國人認為是最粗

的，即是等於我們廣州人，香港人那樣，你講客家話、講潮州話，就搖搖頭，說要講

香港人講的話才對的。法國人也是這樣，所以你去到魁北克 Quebec你對他講英文

他不睬你。去到巴黎那些上流人士，你對他講英文，他識講，他讀過，他都不睬你，

你要用法文講，他才跟你講，他看不起你，法國人是看不起英國人的，看不起英文，

當時梵文就是一種這樣的文，那種婆羅門高級的知識分子講的，叫做雅語，很雅緻的

語言，佛呢？現在有些又不懂了，以為佛講經說法是用梵文，全部錯了！

佛不是，他識講梵文但他不講，不用梵文講，他什麼語來講？佛說法用俗語來講

的！不止這樣，從戒律上禁止學生用梵文講，他說這些是那些有錢人，那些貴族講

的，我們就要樣樣平等的，不要這種文字。禁止那些弟子用梵文對別人講，用梵文說

法，他自己亦不用梵文講。佛是很普羅化的，現在那些人就不知道，以為佛就一定用

梵文講的。那些婆羅門作了這種人工文字他還美其名說天就是講這些文字了！天帝釋

是講這些文字，所以這是天上人的文字來的，祂講給我們知道，教會我們。說帝釋教

的，大梵天王與帝釋下降來我們這個世界教我們讀的。其實全部不是，是那班人作出

來的，這種是死文字來的。

如果現在個個都講梵文就死了！你就要學七、八年才學得掂，所以在將來我們

學，中國話就太簡單，其次就是真是為什麼世界上那麼多人讀英文？就不是以前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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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惡那麼簡單，它是因為簡單，英文簡單，法文就已經，我就知道，我有些老師在法

國住了幾年，他會寫法文，但是他講不了，一講就講錯了那些文法，那些文法是錯

的，很難講，法文是難講，但是易學，因為怎樣？它有規律，英文沒有規律的，忽然

間凡是眾數要加 s就加 s了，或者加 es都得了，它不是，忽然間有些是不用加的，

原來它有些字是在西班牙文那裏轉過來的，有些字是從德文轉過去，有些字在法文轉

過去，你看那個 café，譬如我們食瑞士雞的那間店，這是法文來的，但是英國人都

是這樣講的。

什麼 salade？應該是讀 salad 沙律才對的，但又不是，它要用法國人的讀法，所

以就說英文是正雜種的文字，但正是因為它雜種，各種都有，所以就通行。所以將來

這個世界都是英文的，中文中國人多，中國一強起來，中文與英文都得。中國好在簡

單，文字簡單，大堆頭，人多講，是呀，將來其他的文字漸漸一定淘汰的。這樣「八

囀聲」就是每個字都由「囀聲」加上數在那裏，加上性別，每個字就應該有 72種變

化，此乃「八囀聲」之總數也。

「八囀聲」之變化屬於前七囀者，就繫於名詞的語基上，語基上即是每個字都有

個 root 語根，英文每個字都有個 root的，整日都有變化，英文學到那些變化的。譬

如說，譬如那個什麼？譬如有一個字叫做 manifest（表 示）  ，它加上語

尾 ， manifestation ， 是 嗎 ？ 這 些 就 是 語 尾 的 變 化 。 中 文 是 沒 有 這 些

的，manifestation就當表示那樣解，又是表示，作名詞用是表示，作動詞用是表

示，中國人的那種就簡單到極，簡單到極，正因為它是簡單，而且人多，中文就一定

會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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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子侄不妨叫他讀中文，一定的，除了中文之外就是英文，中英兩項，尤其

是學習，要兩國文字，至少兩國文字，三國最好，至少兩國，只識中文不行，你問：

羅生你呢？我看英文，我拿住字典我又看得通的，講就一點都講不通，但是我講不

通，但有那麼多名詞，你是英文很好的，講得很好的，你不識的字我又由識得的，因

為我有好多字我用慣了，看慣了那些字是怎樣用的，差不多，你看看 Edward Conze

那本書的字，好多英文字，你們的英文仔是不懂的，但是我是懂的，之類，都要兩國

文字才行。

一國是mother tongue文字你一定會講了，另外一個國就最低限度你要看得

通，此外還有很多，沒有什麼，你識英文，你就跟住可以了。你不識講法文也可以，

但是你要識看法文，你找本法文文法來自學，那些 self talk，買本書你就會看法文

了。會講法文就不行，會看，即是舊時我都會看日文的，現在不行了，日文你看古典

書很好看懂的，你看日本小說就不知多難看懂的，日文一點都看不懂。只要你識英文

就可以兼識法文，兼識德文，買本字典看就行了，語尾變化差不多，講就不行了。

至緊要，學佛都要識什麼？除了中文，要不是就識德文，德國人研究佛學好，或

者就是識英文，最好除了得英文或者德文之外就要識巴利文，巴利文。不用會講，識

看就行，梵文你就找本梵文文法，識得查梵文字典你就可以了。梵文根本就是一種死

的文字，現在那些印度人也不識講的。看這個：語基上，那些叫做語基，就附加了一

些語尾在那裡，語尾即是現在所謂 suffix，它只是語尾變化，梵文是不用語頭的。

英文是用語頭的，那些 prefix，由語尾之變化而來，這種語尾的變化在梵文裏

面，在佛經裏面就叫做什麼？「聲音曲折」，「聲音曲折」，其「第八囀」的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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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聲」，就加一個 hey字在那裏的，「第八囀」則無語尾變化的，僅於「基」上

加一個 he字，事實上「囀聲」僅限於前七，故《瑜伽論》第二卷就是為「前七囀

聲」具例說明。現在這裏就用 Puru asṣ 這個字把它的普通的「七囀」列出來就是這

樣，八囀了。這樣就到這裡止，下面的你就不要了。前後就是要這麼多，「六離合

釋」與「八囀聲」你就懂了。

如果你想看詳 細一些的，講梵文的文法的，你就去 Cohen，很多

的，grammar，買梵文的 grammar，英文的自己買來看就可以了，中文的就看古代

梵文的變化有一本書，呂澂造的《聲明略》，《聲明略》，好像那套書都有，細細本

的而已，《聲明略》，我這裏都是在《聲明略》裏面抄出來的。所以你讀佛經一定要

連這些都讀一下才行，這些都要懂。學唯識的人一定要學這些的。

所以有些人說學唯識的人最麻煩，他怎樣？第一他經常鬧人，看人不起，我就是

典型的學唯識人，看不起人，眼高於頂，一到就問：他是那裏出身的？還問是那間學

校出身的？如果你是一腳牛屎的，他看不起你，唓！他是沒有學問的，讀書那裏讀得

通？一定讀不好的。由他吧！讓他過五百世再學，他今世已經學不到了，就有些這樣

的。所以有很多從小出家沒有受什麼教育的，見到我們就很憎恨我們，何解？因為你

看不起他，所以他就憎了。

所以香港很多的那些出家人，對於我們那班人，我與我的學生都憎的，就是對葉

文意就不憎，葉文意去恭維一下他們，他們就不憎，對我，對霍韜晦，對李潤生那些

無一不憎的，甚至現在就連何美琪都憎了，因為她捧著我，她是我的學生，他們就連

何美琦都憎了。連王聯章都憎，劉萬然都被人憎的，一樣的，羅先生的弟子都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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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憎的但現在就不敢憎了，不敢憎了，你憎我憎得出樣嗎？我們整班人確實都是有學

識的，你們那班人是無學識的，沒得憎。

聽眾：那個江妙吉祥也是憎的。江妙吉祥也是憎的。

羅公：江妙吉祥就不是我學生，她就是我的助手。

羅公：她都是同一條線。

聽眾：是囉。

聽眾：是呀，憎不憎？

羅公：她就是和緩一些，不過她這個人都幾懂佛學的，你認識她？她都…

聽眾：我認識她，很了不起。

羅公：女孩子之中，學佛的女居士懂得的，在香港數不到十個人。

人多，人頭湧湧，但數不出十個，我所識的女孩子最懂的就是那個妙吉祥， 除

了江妙吉祥之外，合水準的都好像沒有，都沒有，勉強拉得上的就是葉文意、陳瓊璀

和何美琦，何敏儀這幾個。勉強拉上來的，拉牛上樹地拉上去，就是這幾個，真正可

以的就是江妙吉祥。不過江妙吉祥就不是我的學生，她是認我做老師的。但是我不敢

當，因為怎樣？我沒有教過她，亦不在我那裏聽說法的，她是怎樣的？

當時香港有個富人叫做李世華，他就發心編一本《佛經選要》，就找我做主任編

輯，叫我找幾個人，我找來找去都找不到，結果就找到兩個助手，一個就江妙吉祥，

一個就劉銳之，兩個，後來還有一個叫做邢述之，那個是西藏喇嘛，後來還俗，現在

美國，在羅省。三個人，三個人做助手就編了這本《佛經選要》，編的時候就這樣

的，江妙吉祥就是江海傑醫生的妹妹，她自細就跟著母親，自小跟著母親怎樣？她自

12



小青梅竹馬就識得一個男孩子，就是那個立法委員叫做王什麼？

王澤長，兩個很好的，從小就青梅竹馬，誰知，所以用佛家來說什麼你想都是假

的，你的業力決定你的，你很難逃的過。如果是基督教、天主教講法就是你有什麼想

法都是假，上帝的安排，是嗎?天主教、基督教是這樣說的。如果是中國儒家講的，

就是什麼？謀事在人，就成事在天。諸葛亮沒有辦法。天至緊要，青梅竹馬本來很好

的，江妙吉祥舊是很靚的，我看見都喜歡的！是的，很美麗，真是很美麗，現在就當

然是老了，是嗎？

聽眾：有幾多歲？

羅公：嗄？

聽眾：有幾多歲？

羅公：我看有大概 60 歲了，他兩個很好，誰知她怎樣？那江妙吉祥骨癆，TB

bond，誰知那些 TB菌走了去腳骨裏面，就變成那隻腳要施手術，施完手術

之後，現在就腳跛了，拐著走路，於是男家就不喜歡娶一個，王澤長的父親亦

是我的朋友，叫做王（王學仁）什麼？佛聯會就是他創立的。

聽眾：黃允田？

羅公：嗄？

聽眾：不是，不是黃允田。不理他了，潮州人姓王的，

羅公：王什麼？不理他，潮州人，個人好好的，成個佛聯會就是他創立的，所以現在

那些人都忘記他了，他很封建的，誰肯娶一個跛腳的媳婦呢？就不高興了。現

在這個江妙吉祥亦自量，自己這樣，傷心都沒有辦法了，唯有一心學佛。所以

有時有缺憾，她學佛來補償。你明白嗎？現在變態心理學所謂補償。譬如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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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你一有了一種缺憾，你就一定要找補償，或者你成為藝術家都不定，

補償，或者成為文學家說不定，或者成為佛學有成就不定，都是補償。葉文意

如果她不是跛了一隻腳，她那些是什麼？小兒麻痺症，跛腳的，若果她不跛

腳，她樣子很好的，好福氣的，早就嫁人，生子生孫了。她就是因為跛腳，跛

腳如何去嫁？所以現在，其實她的潛意識就是要補償，顯意識就是我現在學

佛。江妙吉祥也是一樣，所以……

聽眾：為什麼名字那麼得意？江妙吉祥。

羅公：所以就學佛，就無心讀書，人就很聰明，結果在那些英文書院讀了英文，只是

英文專科，讀英文專科，英文專科只是考了一個會考的英文科合格，只是會考

英文科合格是沒有用的，她以後就沒有做事了，就一味學佛，幾乎想出家，幾

乎想出家，後來有些人勸她不用出家的，她的師父是優曇法師（1908～1993

年）就勸她：你不要出家，女孩子出家反而很不便的。

就教她學唯識，優曇法師又知道自己不行，就介紹她找那個慈航法師，慈航法師

有一套東西不錯的，介紹她認識慈航，她就跟慈航學唯識。所以她就不是很正宗的，

我那些是正式支那內學院的那一套，比較正宗些。所以她就在那裏學，學了之後不知

怎樣，就與她的師父優曇法師就不合，因什麼事不合我就費事講她了，總之就不合，

兩師徒不合，這樣就自己自學了，自己學，她就很聰明，這個人很好。當我負責編

《佛經選要》的時候，那時就初認識她，崇蘭中學的校長，那個曾璧山介紹我識她，

認識她後，我與她一討論，了不起！

剛好李世華找人，我就說：找她吧！就找她做助手，每日很勤力的，早上十點鐘

就一定上班，她取 300元車馬費而已，她家裏很有錢，我就反而拿 200元車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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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不要薪水，只取回車費而已，我就下午一點鐘才到，她就一定十點鐘到，她就

多一百，劉銳之就三百。這樣，每日她都在那裏，其實那本書是她編的，我只是說你

在這裏找，哪裡找。

即是等於現在我說袁美琴你這樣做，胡蘭芬你這樣做，這樣說做完之後就掛了我

的名字上去而已。主要就是江妙吉祥一手造成的，實在是這樣。這樣，她很乖，很

好，這個人很負責。我每天下午回去，她一定馬上就拿那些資料，就這樣，請你看，

定下來。我就說哪些要，哪些不要，就是這樣而已，如是者就編了兩年。有一天她與

我講起，她說：羅公，你說我應該怎樣呢？

我說：你沒有應該要怎樣，

我說：我教你，第一你不要結婚，你現在結婚沒有用，不要結婚，將那些精神繼續放

下去做佛經的事，我就勸你這樣。

我說：你做佛經的事，我有一件事建議，凡是學問的事，要不就是你在那些有規模的

學校出身，好像美國的那些軍官，要在西點〔軍校〕出身，與那些 AR 出來的

不同，譬如我們中國大學畢業的，同是大學畢業，如果他是北大、清華，中央

大學，中山大學那些確是不同，因為廣州，得罪了你們那班人，弊了！廣州大

學，國文大學那些是不同的，夜晚上學的，你舊時都是晚上上學的？那些是拿

個銜頭而已。對不起，我把口放言高論，不過事實我的心是這樣的，對於那些

現在所謂的，我動不動就問人家都是什麼地方畢業的，他讀過什麼？這些叫做

習氣，習氣。這樣，我對江妙吉祥講，你要補償一下才行，我勸她補償。

她說：怎樣補償？

我說：你只是拿了個會考英文只有一科畢業，連會考畢業都不齊全，只是我就已經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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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你。只有我才夠膽這樣說人，她會很生氣的，譬如我這樣講你也會生氣

的，好像我剛才那樣講，我都擔心得罪了桂先生。

我說，我勸你這樣，老實講你只有一個英文會考畢業，誰看得起你？你想弘揚佛法別

人也看你的資格的，不是的，是嗎？你去讀大學吧！

她說：我如何能夠入大學呢？

我說：嘿！可以的！那時我在聯合書院做中文系主任，我做文史系主任，聯合書院是

三間學校合併的，一間叫做廣僑書院 一間叫做新亞書院，一間叫做華僑工

商，四間，一間叫做光夏書院四間合併的，我是廣僑書院的教務長來的。

我說：你是不是讀？

她說：我都是想讀的，但是我沒有畢業證書。

我說：唓！畢業證書，得了，不是現在澳門有間中學，你給錢買張畢業證書都可以，

不過，喂！你拿 200元來，我替你去買張畢業證書。

她說：不行的！我受了五戒。她人好也在這一點，她說不行的，我不能做這些事的，

我受了五戒，我寧可不要。我說，好，我替你買，大話我講，你不要講，我有

這個魄力，我說可以了，你不用中學畢業。

你知道嗎？台灣教育部有這樣的例，是可以招學生有 10%是相當程度就可以

了，不用畢業，相當程度，讀什麼？譬如你中學畢業。讀高中到二年級就停了學，日

後就自修，有自修就找兩個 Bachelor，有學士學位的，香港大學都可以的，找一、

兩個 Bachelor證明說他自修的，是我指導他自修的，他就可以去考大學入學試了。

我說可以了！總之我有辦法，我替你辦。

她問怎樣辦？我說，你不要理，她到現在都不知道，她到現在都不知道我怎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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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辦的，我替她在教育部那裏，廣僑書院的冊有些未報的，我替她加了名字下去，說

她是舊時讀會考畢業，就當她會考英文畢業，我們當她是高中二年班畢業的程度，她

應該是高三程度的，現在當她是高二，就當「相當程度」她自修，現在讓他考入廣僑

書院的，廣僑書院收了，額度是不超過 10%。後來台灣教育部就批准了，叫做「以

相當程度資格」考入大學一的，考入廣僑書院，廣僑書院是學院來的，由廣僑書院就

合併為聯合書院，聯合書院就一定要承認了，我是教務長，我證明這是我的學生來

的，最多我宣誓，是嗎？

這樣她就變成了聯合書院的學生，就問她讀幾年級，我說她三年級的，我講大

話。她說不要呀！羅公！我這樣做不行的！

我說：唓！閻羅王問起來我負責，那用你負責？我替你填下去的，你可以了！你這樣

講你就已經不講大話了，講大話在我身上，可以了！讀三年級！一讀就讀了三

年級。誰知她英文相當好嘛！讀三年級畢業的時候，居然英文系畢業她是考第

一的，畢業時。考第一的！我說：是不是？大話是我講的。她問我到底是怎

樣？

我說：你不理，你現在叫做學士了。你是學士，你拿你的學士學位就行了，怎樣來

的，你前一段怎樣來的就不必理了。就是因為是這樣，她就認我做老師，實在

就是這樣來的。

聽眾：確實是老師，是老師呀！

羅公：嗄？是，是老師，不是教過的老師，這些舊政府叫做恩師，所以現在她叫我老

婆做師母。還有，我每次來，她一定送呈儀給我，前年，去年都是，一定是恭

恭敬敬地請食一餐飯，封一個信封，就一定是二千元，一定的，這樣，學生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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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照收可也了。江妙吉祥她確實了不起的，這樣就做叫什麼？中文大學了！

中文大學的文學士，是正式的了。

聽眾：很聰明。

羅公：就是因為這樣，所以她在佛聯會的時候，她指定要王澤長來做佛聯會秘書，一

個立法委員那麼容易指他來做秘書嗎？就是江妙吉祥可以指得動他，這是什麼

淵源？自小青梅竹馬，現在結婚不成，我在佛聯會做董事，我現在介紹你來做

秘書，叫你來幫忙你都不肯？一定願意的。

所以就是王澤長做佛聯會秘書，就是江妙吉祥指定的。江妙吉祥，女子在香港來

說，最好是她了。居士來講。師姑（比丘尼）也有了不起的，我的學生中，比丘尼最

好的，沒得講，好的都是我的學生，最好的。那個淨達師，最好是淨達，但是人人說

她沙塵（傲慢），沒什麼，她了不起就沙塵了，鄭偉漢，王聯章那個妹妹的〔朋友〕

鄭偉漢，前兩天一起請我吃飯，講起那個淨達，我就說淨達很不錯的，何解人人說她

沙塵呢？實在她不是沙塵呀！那樣說。

鄭說：羅公，你說她不沙塵？她很沙塵的！

我說：她是有料（學問）才沙塵，你原諒她吧！

一個淨達，了不起！還有兩個，四個比丘尼很了不起的，一個淨達，第二個你們

快要見到她的文章了，專門研究《法華經》，碩士來的，能仁研究所的碩士，她的論

文我將她來發表了，那個叫做什麼？叫如性，不懂講廣州話的，講國語的，如性。還

有一個在台灣一間寺門做當家的，那個叫做常淨，這個也是好的，研究禪宗的，還有

一個研究什麼的？研究唯識的。叫做惟叡，惟叡，四個都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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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又產生一個，在新加坡的，那個不知道叫做什麼，整天請我去，請我去新加

坡住了兩個星期，我不能夠不記得她的名字的。我老婆或者記得，那個也是好的，那

個今年畢業。現在那些比丘尼很好，與比丘不同，何解？那些和尚法師他一出了家，

他就不肯再去學了，那些師姑（比丘尼）就不是，因為她的師父，跟師傅出家，她的

師傅有錢供她讀大學，台灣不知幾多，師範大學，台灣大學畢業，那些比丘尼。

那些男人就不幹了，女人就肯，所以將來講佛學的世界不是法師，而是那些（比

丘尼），那些師姑（比丘尼）。就是香港也是，你數數比丘一個碩士都沒有，師姑

（比丘尼）有很多碩士，去日本的有覺岸，有什麼？賢德，兩個日本的。

本地的就是我說的那一群，有很多，比丘一個都找不到！真是的！不知為什麼那

些男人這樣不長進。為什麼呢？男人他欲望多，他做喃嘸，賺錢，整天就教他們喃唱

的那個什麼？袁志是嗎？袁志。袁志嘛！不是你們的袁志，另外有一個袁志是我的學

生袁志，他是聯合書院的早期畢業生，後來他出了家，現在不知幾多錢！一出了家人

人送錢給他，他不學了，喃嘸了！很好口，喃唱的好好口的，男人就弊在這些。

好了，夠時間了。懂得了嗎？「八囀聲」、「七囀聲」？識了嗎？識了嗎？胡蘭

芬你要加這套因明才行，要把因明也學了，你想思想周密，你要學《唯識方隅》下面

的那一段「量論」。 

聽眾：我已經看。

羅公：看了？明白了嗎？

聽眾：ok，我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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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嗄？明白了？上文對唯識已經了解了很多了，是嗎？這樣，現在就講。

聽眾：戊四。

羅公：戊四、是嗎？「眾生無漏種子之有無。  」這點就是爭論最大的。大乘佛教在

中國來講，大乘佛教有很多宗，你們看《八宗綱要》有多少宗？大乘。有什

麼？有三論宗，是嗎？有唯識宗，有天台宗，有華嚴宗，有淨土宗，有密宗。

聽眾：有禪宗。

羅公：還有禪宗。很多宗。這樣八宗之中有七宗是大乘的，是嗎？而大乘的七宗中就

分做兩類，一類就是唯識宗，就認為有些眾生是不能成佛的，沒有無漏種子的

眾生是不能成佛的。

其餘各宗都認為個個眾生都成佛的。現在爭論爭得很厲害，爭論到甚至是唯識宗

有些人避免爭執，好吧，個個眾生都會成佛的，這樣講。這種人就叫做好好先生，就

不是純粹的學者來的，就不是純粹的唯識宗的學者。

純粹是唯識宗的學者一定是斬釘截地說：一定是有這類眾生不能成佛的，在理論

上必然如此，如果你說每個眾生都成佛的，這些叫做拖泥帶水，那些不懂唯識的人，

要不就是不敢談這個問題，要不就是向人投降，我的學生之中，我現在發現，發覺一

個都無用！在目前為止一個都無用，為什麼沒有用？那些細粒（無名之輩）都不說，

講大粒（有名）的，李潤生就不出聲，他相信應該是有些眾生不能成佛的，但他說：

費事爭論，講來做什麼！就叫做最正統，但是沒有用，沒有勇氣。是嗎？叫做最好的

了。

第二個是王聯章，他就相信有些眾生是不能成佛的，但是他要做西南二伯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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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事佬，就怎樣說？他說就以往到今日之止，由今日一路數上去，確實是有些眾生是

沒有成佛種子的，那些就當然成不了佛，但是如果他努力，肯研究經教，肯修行，新

熏一些無漏種子，他都是可以成佛的。這些就叫做不徹底了！如果他沒有最初的無漏

種子，又何以會新熏呢？第一滴，第一滴血都不是你的，這個怎可能是你的兒子？是

嗎？你摻一些血進去就成了嗎？那個不是你兒子？你明不明白？這些叫做不徹底，為

什麼要這樣？一言以蔽之，他在這裡我一樣說，這些叫做撈世界，撈世界嘛！

聽眾：醒目仔。

羅公：嗄？

聽眾：醒目仔。

羅公：所以，他是不及李潤生，李潤生怕，他不講。是，是這樣，李潤生就這樣，唯

識宗就是這樣講的，但是其他宗不是這樣講的，就看你研究那一宗吧！

就不與你爭論，這都不失為一個君子之風。但是這個就是世界仔了，是嗎？簡直

就有些江湖氣，這個是王聯章。第三個就說到霍韜晦了，此人簡直不是佛教徒來的，

他怎樣？那些哲學家，當然是一人一個講法了！他也是這樣講，不論怎樣講，都是一

套思想來的而已！這些思想就是時代的產物而已，你以為眾生真的是會成佛嗎？

就是這樣說而已！即是好像說儒家的人說修行就會變聖人，孔子是聖人，孔子不

是像我們一樣要吃飯？什麼聖人？一樣是吃飯，一樣是要大便的。佛也是一樣，所謂

成佛，這些是理想，是人類的理想而已。他這些完全是什麼？就像站在一個教授那樣

講法，你明白嗎？他這樣講，即是這樣。他不是說我這樣講！他比不上我就是這一

點。我就，是！他是這樣講，我也是這樣講，你說不是這樣講，你不對，我與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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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我就是這樣，所以他仍然是不及得我，我是這樣的，你們看昨天？帶燒鵝來嗎？

歡迎！帶乳豬來？歡迎！是嗎？上供嗎？不需要！是嗎？  供佛？我現在講經就是供

佛了，我現在講彌勒之學，我就是在供養彌勒了。我這種供養比起你在這裡叩一萬個

頭，比較你們的功德大過千倍萬倍！「鄔波尼殺曇倍」！為什麼這樣說？佛說的！我

的邏輯就是這樣來的，這樣李潤生我覺得他都不及我之處就是這一點，我夠魄力斬釘

截鐵！你不對就不對了！

聽眾：李潤生未有你這個年紀。

羅公：什麼？

聽眾：李潤生未有你這個年紀，差了幾十年。

羅公：條件是人造的而已。

聽眾：不是呀！年紀呀！他沒有你這麼大年紀。

羅公：我二十年前已經是這樣講了，那時比他現在還後生，這就是什麼？氣質不同。

是嗎？

聽眾：羅公，我又問你，佛說一切眾生，眾生兩個字如何解？是不是一切四生，卵

生、濕生、胎生、化生，是不是所有包括這樣？

羅公：全部包括。

聽眾：全部包括。這樣我就是覺得有些眾生是不能夠成佛的。那些低級眾生是無資格

成佛的。

羅公：這也是。

聽眾：如果單是講人，就有一些不同。眾生這兩個字是怎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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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人都不是一定成佛的。譬如這樣，很簡單，我羅老時，今世就一定不會成佛，

是嗎？你說對不對？

聽眾：不知道的。

羅公：一定不會的，

聽眾：將來會有。

羅公：你不可能。

聽眾：將來。

羅公：你一樣不可能，

聽眾：將來會有。

羅公：嗄？

聽眾：何解？何解你今世不能成佛？這麼多功德？

羅公：成佛是嗎？成佛的條件，成佛的最後的身，一定是什麼？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的，我都無這個條件。

聽眾：什麼？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相都不同。

羅公：沒有這個條件，我現在，昨天我還拎住那隻鴨腿，別人給我的一樣吃，是嗎？

所以不會成佛，有些事情是必然的，有些事不是必然的，是嗎？世界就是這

樣。所以奉勸大家，你有魄力就學我這樣，無魄力的，走精的（小聰明），就

學王聯章，或者霍韜晦。這樣王聯章的精法都是佛教徒的精法，霍韜晦的精法

就不是佛教徒，是嗎？一樣的。

還有，還有比較大粒（有名氣）的算是葉文意，這個就真是糊里糊塗了，糊里糊

塗了，談不上學術，即談不上是學者。她怎樣？她不置可否：那些古德都是這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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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德」？以前那些古德披芭蕉葉的，你為何不披芭蕉葉？是嗎？古德不坐汽車

的，你又坐汽車？是嗎？不能說古德，我們不是古人，我們要用腦，要用理性，所以

其他的都無謂數下去了。是嗎？這樣，我就是告訴你，一定是有些眾生不能成佛的。

如果全部眾生都成佛，還有無餘涅槃，〔不是〕還有無住涅槃？不涅槃的。每個

眾生都成佛，這個宇宙怎麼辦？這個宇宙會死的，到那個時候一點興趣都沒有了。何

解？首先就沒有了這些有痛苦的娑婆世界，沒有啦！沒有了。這個我們所講的宇宙世

界就沒有了。有無極樂世界？不需要了，佛為渡眾生才建立極樂世界，如果不度眾

生，他建立極樂世界來享樂嗎？貪嗎？那樣他就不是佛。所以極樂世界都沒有了。凡

講得出的世界都沒有了，何須你來到度眾生？那個時候你就要入大涅槃，是嗎？那就

不叫做「無住涅槃」了，是嗎？那些人的頭腦都不夠邏輯的。

聽眾：眾生永無盡的。眾生永遠無盡的。

羅公：眾生無盡了，你怎樣判斷他們個個成佛？

聽眾：就是。

羅公：你只可以認敝鄉（不足），你可以說不知道，可以，你可以說不知道，因為我

們數不過全部，望不盡的天邊又怎會知道那裏有不能成佛的？而且人類的思想

應不應該是自由的？我無興趣成佛可以嗎？你要迫我成佛嗎？你想成佛但我無

興趣，你可以就成你的佛。

聽眾：地藏菩薩就是了。

羅公：我要享受「五欲」的，人有這樣的自由嘛！你要逼人成佛嗎？是嗎？這些叫做

不化！這種人，你想想是不是？所以我就希望我的學生之中，勇氣比較我厲害

的，你不對，打你！是呀！要有些革命氣的，佛教徒最缺乏這種人。如果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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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基督教他不與你講笑的，是這樣就是這樣，你說上帝不對，他與你死拼！

是嗎？佛教徒就沒有這類人。嗄？

聽眾：思想不同的，大家的思想不同的。

羅公：不是的。

聽眾：天主教與佛教的思想不同。

羅公：不是，不是，不是的，中國人的思想就是這樣，中國人的思想老實講，我很不

滿意我的祖先糊塗、籠統。

聽眾：又自私又怕事。

羅公：樣樣都差不多就算數，就這樣上下，沒有的。沒有的，你看我講話，就沒有說

就這樣上下。

聽眾：守舊，很保守。

羅公：這種東西不重要的，就不用計較，可以，就可以不計較，不是就這麼上下算

數。你看看我講說話，好了，這樣最爭得劇烈的是什麼？窺基法師注釋《法華

經》，《法華玄贊》就認為一定有些眾生是不能成佛的。是根據《解深密

經》，天台宗的人就主張個個眾生都成佛的，集中來攻擊窺基法師的那本《法

華玄贊》。《法華玄贊》這本書的價值就在此，你不要以為人人都成佛，有人

鬧你才是好事！是嗎？老實講，誰會罵桂鑑全？是嗎？但是那些佛教徒有誰去

罵桂鑑全？只會說他好！很虔誠，好人，讚他的多，是嗎？沒有人罵他的，但

我羅老時就被人罵了

聽眾：因為我沒有你那麼了不起。

羅公：我就是比你了不起。

聽眾：所以我跟你學。

25



羅公：所以我有人罵，是嗎？你沒有人罵，是嗎？

聽眾：我未夠資格。

羅公：沒有人罵的人是沒有用的！豈不是沒用？老老實實，你在佛教來講，你未能上

到有用之流！是嗎？你應該要標上去，你說我老了？做到老學到老，應該是這

樣，是嗎？一息尚存都要向上。這樣，所有都要記住，斬釘截鐵，斬釘截鐵的

對面就是拖泥帶水。看看，罵人了，指名道姓講出說她糊塗的就是葉文意，但

是不可不知，葉文意如果聽到可能都很痛心。昨天孫錦江回來，葉文意給一封

信我，裏面入了一封利是，寫住「果儀」，入了 300元加幣，在香港給我

300元，她不用給「果儀」我的，是嗎？你陳繼然有無給過「果儀」我？有無

給過「果儀」我？是嗎？但昨天的「果儀」我就收，今早上就罵，你說她聽到

痛心不痛心？但是痛心是一件事，我只是說在感情上葉文意是可愛，她可愛，

她居然給我「果儀」，那為什麼不可愛？難道是嗎？但是講學術是沒有人情講

的。聽眾：昨天寄出的那封信都讚她。

聽眾：她天天在電台講。 

羅公：什麼？

聽眾：昨天寄出的那封信都讚葉文意。

羅公：讚她是因為她送了一套書來，讚她是用法相學會會長去讚她，就不是用羅時憲

這個學者去讚她。你明不明白？

聽眾：「卓爾清新」這一句已經讚得她很緊要了！

羅公：她確實是卓爾清新，是，這一點是卓爾清新，但是講到佛教學理她就糊里糊

塗，是嗎？是這樣的。我公私分明的，在公事上我說她卓爾清新，清新，但是

學問上我不能不說她糊里糊塗，如果我不說她，我對不住彌勒菩薩，我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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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佛，你知道嗎？一定要這樣。

聽眾：一個理，一個是事。

羅公：是呀！

聽眾：一個理，一個是事，事還事，理還理，要分開講。

羅公：是呀！這樣，所以你們如果怎樣？對於讓人罵得多，這本書越重要，《法華玄

讚》，那些講天台宗的人，寶靜法師門下的，在我今天來看，在彌勒菩薩的像

前來講，一個都沒有用！寶靜法師門下的一個都沒有用！倓虚法師更加不足

談，都沒有用。所以我以彌勒菩薩之名來講，在我看起來這些人是芝麻都不

如！這種人無學問！講什麼？是嗎？所以現在這些人對我說：我是天台宗怎

樣，他都不知道我正在腳底上把他踩下去。是呀！你們將來，若干年後你成為

笑談，你說羅先生這樣講，不可不知，還有記住羅先生做法相學會的會長，歡

迎別人拿鹵水鴨來聚餐，記住，桂先生，歡迎別人的拿乳豬來！如果這件事千

百年後，羅先生真是了不起！記住，記住講。

聽眾：可能。可能。

羅公：嗄？你信不信？

聽眾：我信。可能的，時代不同。

羅公：所以你見事見多一些，來到這裏，我教你讀一首詩。好詩！胡蘭芬，你要記

得，記得，是嗎？這是名士的佳談來的。

聽眾：心聲，講他的心聲。

聽眾：江漢林，你要錄。

羅公：蘇曼殊的詩，我已經引過了，這個是和尚來的，曼殊大師有一首詩。

聽眾：日本人來的，日本人來的。他母親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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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什麼？

聽眾：是日本人。混血兒，日本種。

聽眾：日本媽媽。

聽眾：他母親是日本人。

聽眾：了不起！真是寫得好。

羅公：真好！

聽眾：《斷鴻零雁記》我年輕時看過，十幾二十歲時看的。《斷鴻零雁記》那本書真

好！

聽眾：來醉什麼？什麼書？

聽眾：《斷鴻零雁記》，《斷鴻零雁記》。

聽眾：來醉什麼？

聽眾：來醉什麼露？

聽眾：他做和尚飲酒食肉，食到胃病死的。

聽眾：名士來的。

羅公：蘇曼殊百幾首詩中這首詩這是第一流的最好的詩之一。

聽眾：你都記得。

羅公：和尚開齋。

聽眾：羅公來醉什麼？

羅公：「來醉」。

聽眾：下面的是什麼字？

羅公：「來醉金莖露」，有一個教授說不識解，一個博士，他說怎會「金莖露」？

「莖」是樹枝來的，怎又會有「金莖露」飲的？又會醉的？他沒有去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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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那些日本人有些靚的酒，就不是用玻璃樽裝的，是用一個竹筒裝的，

是嗎？一個大竹筒，挖通它用來裝酒的，金莖，油黃色的，黃金色的，「來醉

金莖露」，在日本人飲酒，他在日本時作的，他已經一開首，他是和尚來的，

曼殊大師，他說：我現在來醉，已經犯戒了。「金莖露」，日本人飲的那些

酒，「金莖露」，飲酒已經犯戒，還要食肉！「胭脂畫牡丹」，何解？「胭

脂」者，紅色。即是好像江漢林那件衫的色。「胭脂」，牡丹是什麼？你想

想，考一考你的 IQ。

聽眾：女人。

羅公：嗄？女人？醉女人？食女人肉？陳繼然你猜胭脂是什麼？肉來的。

聽眾：馬肉。

羅公：嗄？不是馬肉，你以為胭脂馬肉，不是！現在去吃涮羊肉，不要讀涮羊肉。涮

羊肉，廣東人很多外行的，去到北京，人家吃涮羊肉，他是說涮羊肉，三點水

一個刷字，那是涮字來的。

聽眾：那是蒙古人吃的。

羅公：嗄？

聽眾：那是蒙古人吃的。

羅公：你去到北京就有一碟一碟的，香港現在都有了，用那些白色的小碟，切到很薄

的，玻璃那麼薄，排在那個碟上面，排成一朵牡丹那樣子，你明不明白？一隻

碟子載住一塊一塊羊肉，一塊塊牛肉在那裏，鮮紅色的，很靚的，很新鮮的，

疊成一朵牡丹那樣，那些人就熱辣辣地放進去淥（燙）來吃，叫做熱牡丹，明

不明白？有一個美國博士，他不識解，何解它可以吃熱牡丹？又胭脂？牡丹都

可以吃的？他都戇的，所以有時你不要看那些博士，那些博士，你不用，你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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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敏浩他都不識的，他一定不識的。

聽眾：那些意思是這樣。

羅公：是呀！他淥（燙）什麼？吃羊肉，是嗎？即是羊肉打邊爐，即是現在所謂吃涮

羊肉火鍋，飲酒食火鍋，和尚呀！所以我們批評人家，和尚著黃袍，走去春風

得意樓食龍蝦，我們又批評他，何解你不批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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